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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169 

行业总市值（亿元） 16,150.74 

流通市值（亿元） 16,093.07 

行业市盈率 TTM 30.5 

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2.1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1006-1012）：国

产票房占比超 6 成，女性向游戏第一股

港股上市  (2019-10-13) 

2. 电视剧行业 2019 四季度策略报告：乱

象出清，曙光初现  (2019-10-13) 

3.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0915-0921）：国

办发布体育新政，体育产业再获政策利

好  (2019-09-22) 

4.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0908-0914）：迪

士尼影片档期敲定，网易登顶 8 月出海

收入榜  (2019-09-15) 
  

[Table_Summary]  行情回顾：上周，传媒板块表现较好，上涨 0.52%，跑赢创业板约 1.61 个百

分点（创业板指下跌 1.09%）；跑赢市场约 1.60个百分点（沪深 300下跌 1.08%） 

 电影：专资办官方网站“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官方网站显示，《少年的你》

已经拥有了影片编码，理论上标志着影片已经过审，只需等待定档。《少年的

你》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是一部青春与现实主义题材

结合的影片。 

 电视剧：从古装、剧名、集数看，广电总局最新备电视剧备案透露了三大风向。

1）2019 年 9 月，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的剧目共 73 部，2648 集。古代题

材仅 5 部，无“宫斗剧”。2）12 部剧目变更剧名，避开敏感字眼更加正能量。

9 月共有 12 部剧目变更剧名，一些剧名变更或是为了更加“正能量”，一些

是为了规避掉敏感词汇。3）多部电视剧集数超过 40 集。9 月，广电总局拟将

剧集集数上限规定为 40 集，目前在征求意见中。从 9 月最新备案来看，多部

电视剧剧集数超过 40 集，18 部变更集数的电视剧中，有 13 部增加集数。 

 综艺：2019 网综上星大喷发，情感类真人秀轮番台播。19 年以来，视频网站

的头部网综登陆卫视平台的数量相当庞大，并且呈现出集中式、重点式的发展。

除了东方卫视被网综占领的周六黄金档综艺以外，湖南卫视还专门开辟了“青

春飙计划”的窗口，让多部芒果 TV 的自制网综成功登陆卫视周末下午档。对

比前几年国内的网综上星，19 年的网综上星有着“强势登陆”的特征，在播出

平台上，从以二线卫视为主调整至以一线卫视为主，在播出时间上，网络视频

平台拥有着绝对话语权。 

 游戏：谷歌云游戏服务 Stadia 将于 19 年 11 月 19 日上线。10 月 15 日，谷

歌在 Made by Google 发布会上宣布，旗下云游戏流媒体服务 Stadia 将于 19

年 11 月 19 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以每月 9.99 美元的价格购买 Stadia Pro 订

阅服务，免费版 Stadia Base 将于 2020 年上线。此外用户也可以预约售价为

129.99 美元 Stadia 创始者版本。创始者版本包含了 Stadia 手柄、谷歌

Chromecast Ultra 盒子、三个月的 Stadia Pro 会员、“第一批使用者自建 Stadia

名字的资格”，以及一个可送给朋友免费试用Stadia Pro三个月的Buddy Pass。 

 体育：CBA 新政设定“工资帽”上限 4800 万，球员顶薪 900 万。10 月 17

日，CBA 联盟在北京召开 CBA 俱乐部投资人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并发

布了《CBA 联盟“敢梦敢当”联合宣言》，从工资帽、外援政策、青训等七个

方面对进一步加强 CBA 联赛职业化和品牌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规划。 

 投资要点：建议关注出版板块；影视领域，建议关注芒果超媒（300413）；体

育领域关注星辉娱乐（300043）。 

 风险提示：传媒相关政策收紧风险；业务整合或不及预期的风险；纸价上行风

险；新业务开展不及预期风险；内容反响不及预期风险；游戏上线时间不及预

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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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周行情回顾 

分析周期为 2019 年 10 月 13 日（周日）-2019 年 10 月 19 日（周六）。 

上周，传媒板块表现较好，上涨 0.52%，跑赢创业板约 1.61 个百分点（创业板指下跌

1.09%）；跑赢市场约 1.60 个百分点（沪深 300 下跌 1.08%）。 

从子行业的情况来看，广告指数上涨 5.35%，有线和卫星电视指数下跌 1.33%，电影与

娱乐指数下跌 2.67%，出版指数上涨 0.19%。 

图 1：上周行情回顾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电影市场 

上周（2019 年 10 月 13 日-2019 年 10 月 19 日）单周票房为 11.3 亿元，其中《中国机

长》上周票房 3 亿元，占上周总票房的 26.4%，猫眼电影对其总票房的预测为 28.9 亿元（2019

年 10 月 19 日），上周票房主要由《中国机长》（26.4%）、《我和我的祖国》（20%）、《犯罪

现场》（14%）构成。 

表 1：上周含服务费票房情况（单位：万元） 

排名 电影名称 上周票房 累计票房 上线天数 部分相关公司 

1 中国机长 29946  264799  21 
北京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2 我和我的祖国 22818  273734  21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集团

有限公司 

3 犯罪现场 16003  21452  9 
乐天公关宣传有限公司、联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广东世纪海岸影业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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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电影名称 上周票房 累计票房 上线天数 部分相关公司 

4 双子杀手 11076  12741  3 
美国天空之舞制片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5 沉睡魔咒 2 10449  12044  3 
华特迪士尼影业集团、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6 航海王：狂热行动 10242  11511  3 东映动画株式会社、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 

7 攀登者 9207  103680  21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8 雪人奇缘 841  10365  20 
梦工场动画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东方梦工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聚合

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决胜时刻 507  11425  11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10 打过长江去 457  437  5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新友玺月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图 2：上周票房构成情况（万元）  图 3：上周各院线票房情况（万元）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下周将新上映电影 16 部，预计电影《催眠·裁决》、《解放• 终局营救》等或将是下周

票房的看点。 

表 2：下周待映电影情况（仅统计猫眼想看人数超 1000 人的电影） 

上映日期 电影名称 
猫眼想看人

数（万人） 

电影 

类型 
主创人员 出品/联合出品公司 发行/联合发行公司 

20191025 《催眠·裁决》 8.5 犯罪悬疑 
张家辉、张翰、

秦沛 

大河影业扬州有限公司、完美

威秀娱乐（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电影发行分公司、美亚星

际电影发行（北京） 

20191025 《解放•终局营救》 2.4 剧情战争 周一围、钟汉良 荣信达（上海）文化发展 凤凰传奇影业、英皇影业 

20191025 《天作谜案》 2.3 悬疑犯罪 

西达尔特•马尔

霍特拉、索娜什

•辛哈 

印度红辣椒娱乐公司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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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万达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东大地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和电影院线公司 

深圳市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有限… 

中影数字院线（北京）有限公司 

中影星美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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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联合电影院线 



 
影视传媒行业周报（1013-1019）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3 

电影行业相关新闻 

专资办官方网站“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官方网站显示，《少年的你》已经拥有了影片

编码，理论上标志着影片已经过审，只需等待定档。《少年的你》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

易烊千玺领衔主演，是一部青春与现实主义题材结合的影片，聚焦高考、家庭教育、少年犯

罪等社会话题热点，从成人角度反思能为正青春的少年可做的事。 

猫眼数据显示，Disney+平台打造的漫威真人剧集《猎鹰与冬兵》、《旺达幻视》、《鹰眼》

每集预算将高达 2500 万美元。《猎鹰与冬兵》和《旺达幻视》皆为 6 集，预算将高达 1.5 亿

美元，《鹰眼》为 8 集，成本将高达 2 亿美元。此前，《权力的游戏》平均每集的成本为 1500

万美元。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在 10 月 12 日正式公布了七大主题景区的预告片，其中包括了“功

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哈利波特的

魔法世界”、“好莱坞”以及“未来水世界”。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正式开园营业时间，官

方微博仅公布将与大家在 2021 年见面。 

3 电视剧行业 

上周（10 月 13 日- 10 月 19 日），新媒体方面，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在

远方》（播映指数 75.9）、《激荡》（播映指数 69.5）、《外交风云》（播映指数 60.7）、

《光荣时代》（播映指数 59.6）、《空降利刃》（播映指数 57.2）。《在远方》凭借播映指

数 75.9 位列电视剧周播榜第一名；《激荡》以播映指数 69.5 位列电视剧周播榜第二名、《外

交风云》以播映指数 60.7 位列第三。 

表 3：上周电视剧网播量情况（前五） 

排名 剧名 播映指数 
上周播放量

（亿） 

累计播放量

（亿） 

上线 

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在远方 75.9 3.3 8.6 28 
优酷、爱奇艺、腾讯、浙

江卫视、东方卫视 
杭州佳平集团 

2 激荡 69.5 1.3 3.7 27 
优酷、腾讯、爱奇艺、湖

南卫视 

万达影视、芒果娱乐、东阳新媒

诚品、优酷信技术、腾讯科技 

3 外交风云 60.7 0.4 3.2 31 
优酷、腾讯、爱奇艺北京

卫视、广东卫视 

华策影视、安徽广电五星东方、

天润大美影视 

4 光荣时代 59.6 0.5 0.5 6 
腾讯、爱奇艺、北京卫视、

江苏卫视 
爱奇艺、腾讯计算机系统 

5 空降利刃 57.2 1.6 14.1 34 爱奇艺、腾讯、江苏卫视 
万达影视、霍尔果斯得意诚品文

化传媒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不含优酷、爱奇艺播放量） 

网络剧方面，上周（10 月 13 日- 10 月 19 日），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十

年三月三十日》（播映指数 62.5）、《没有秘密的你》（播映指数 61.7）、《我不能恋爱

的女朋友》（播映指数 61）、《世界欠我一个初恋》（播映指数 60.6）、《上锁的房间》

（播映指数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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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上周网络剧网播量情况 

排名 剧名 播映指数 
上周播放

量（亿） 

累计播放

量（亿） 
上线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十年三月三十日 62.5 1.5 9.4 31 爱奇艺、腾讯 上海世像影业、唐德影视、仨仁影视 

2 没有秘密的你 61.7    腾讯 腾讯企鹅影视、金禾影视 

3 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 61 - - 12 优酷 优酷视频、东阳留白影视文化传播 

4 世界欠我一个初恋 60.6 - - 25 爱奇艺 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 

5 上锁的房间 58.2 - - 24 优酷 -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不含优酷、爱奇艺播放量） 

电视剧行业上周重要公告/新闻 

从古装、剧名、集数看，广电总局最新备电视剧备案透露了三大风向。10 月 14 日，广

电总局发布了《关于 2019 年 9 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 

1）2019 年 9 月，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的剧目共 73 部，2648 集。古代题材仅 5 部，

无“宫斗剧”。根据备案显示，古代题材为《血盟千年》《珍宝花园》等 5 部，多集中在历

史人物和家国故事，无宫斗题材影子。 

2）12 部剧目变更剧名，避开敏感字眼更加正能量。9 月共有 12 部剧目变更剧名，13

部变更制作单位，18 部变更集数。从剧名变更中可以发现，一些剧名变更或是为了更加“正

能量”，一些是为了规避掉敏感词汇。 

3）多部电视剧集数超过 40 集。19 年 9 月据财新网报道，广电总局正研究影视剧集数

政策，以挤压“国产剧”水分。广电总局拟将剧集集数上限规定为 40 集，但目前仍在征求

意见中。从 9 月最新备案来看，多部电视剧剧集数超过 40 集，18 部变更集数的电视剧中，

有 13 部增加集数，如《青春须早为》由 30 集变更为 55 集。 

4 综艺行业 

上周（10 月 13 日- 10 月 19 日）综艺节目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舞蹈风

暴》（播映指数 60）、《中餐厅第三季》（播映指数 57.6）、《遇见天坛》（播映指数 48.7）、

《各位游客请注意》（播映指数 48.7）、《天天向上》（播映指数 48.3）。 

表 5：上周电视综艺网播量情况 

排名 综艺名称 
播映

指数 

本周播放

量（亿） 

累计播放

量（亿） 
上线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舞蹈风暴 60 0.8 9.5 15 腾讯、芒果、湖南卫视 湖南广电 

2 中餐厅第三季 57.6 1.8 31.2 86 腾讯、芒果、湖南卫视 湖南广电 

3 遇见天坛 48.7 0.8 6.3 58 优酷、芒果、北京卫视 
北京电视台、大业创智互动传媒、

北京京视卫星文化传播 

4 各位游客请注意 48.7 - - 78 优酷、爱奇艺、浙江卫视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卫星电视频道 

5 天天向上 2019 48.3 0.2 5.9 292 芒果、湖南卫视 -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注：不含爱奇艺、优酷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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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10 月 13 日- 10 月 19 日）网综播映指数排名前五的作品依次是：《演员请就位》

（播映指数 62.7）、《做家务的男人》（播映指数 54.7）、《我要打篮球》（播映指数 53.9）、

《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播映指数 51.5）、《幸福三重奏 2》（播映指数 51.3）。《演员

请就位》上周以播映指数 62.7 位列第一；《做家务的男人》上周以播映指数 54.7 位列第二。 

表 6：上周网综网播量情况 

排名 综艺名称 播映指数 
本周播放量

（亿） 

累计播放量

（亿） 
上线天数 播放平台 相关公司 

1 演员请就位 62.7 1.1 1.8 9 腾讯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 做家务的男人 54.7 - - 79 爱奇艺 爱奇艺 

3 我要打篮球 53.9 0.5 6.0 60 腾讯 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日月星光传媒 

4 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 51.5 1.0 7.9 52 芒果 快乐阳光互娱 

5 幸福三重奏 2 51.3 0.6 0.6 3 腾讯 杭州大千影视文化、腾讯计算机 

数据来源：艺恩数据，西南证券整理，注：不含爱奇艺、优酷播放量  

综艺行业上周重要新闻 

2019 网综上星大喷发，情感类真人秀轮番台播。《忘不了餐厅》《我最爱的女人们》、

爱奇艺的网综《做家务的男人》《幸福三重奏》等陆续上星播出，网综上星俨然已经成为了

家常便饭，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卫视平台的战略调整，也是网综内容的自我升级。从正

能量到慢综艺，网综上星开始更为全面。19 年以来，视频网站的头部网综登陆卫视平台的

数量相当庞大，并且呈现出集中式、重点式的发展。除了东方卫视被网综占领的周六黄金档

综艺以外，湖南卫视还专门开辟了“青春飙计划”的窗口，让多部芒果 TV 的自制网综成功

登陆卫视周末下午档。这些上星网综主要以正能量、慢综艺、垂直向等类型为主。从软着陆

到硬上岸，卫视话语权逐渐损失。对比前几年国内的网综上星，19 年的网综上星有着“强势

登陆”的特征。不仅是在播出平台上，从以二线卫视为主调整至以一线卫视为主；而且在播

出时间上，网络视频平台拥有着绝对话语权。从台网联播到反向输出，网综上星背后是内容

支撑。网综之所以频繁得以上星，其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依赖于优质内容的支撑，其中，台

网统一审核标准更是网综得以上星的基础。同时，视频网站在推出大型网综时，除了打造自

身独立品牌以外，也在矢志不渝地尝试持续扩散影响力，并且愿意为上星做出一些努力。而

簇拥网络综艺前行的，正是这些优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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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游戏行业 

上周（2019 年 10 月 13 日-2019 年 10 月 19 日），在手游端，截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IOS 畅销榜排名前十的分别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崩坏 3》、《三国志·战

略版》《梦幻西游》、《跑跑卡丁车官方竞速版》、《精灵盛典:李连杰黎明代言-装备保值》、

《守望黎明》、《率土之滨》、《龙族幻想》。与上周相比较，前十名名单中，新增《崩坏

3》、《守望黎明》、《率土之滨》、《龙族幻想》；《阴阳师》、《大话西游》、《QQ 飞

车》、《神武 3》跌出前十名。 

表 7：IOS 畅销榜变化 

2019 年 10 月 13 日 2019 年 10 月 19 日 

名称 排名 名称 排名 

和平精英 1 王者荣耀 1 

王者荣耀 2 和平精英 2 

三国志·战略版 3 崩坏 3 3 

梦幻西游 4 三国志·战略版 4 

阴阳师 5 梦幻西游 5 

精灵盛典 6 跑跑卡丁车官方竞速版 6 

大话西游 7 精灵盛典 7 

QQ 飞车 8 守望黎明 8 

跑跑卡丁车官方竞速版 9 率土之滨 9 

神武 3 10 龙族幻想 10 

数据来源：APP Annie，西南证券整理 

在页游端，上周开服排行榜前十的分别是《热血战歌之创世》、《暗黑大天使》、《神

戒》、《灭神》、《传奇霸业》、《龙权天下》、《武动苍穹》、《蓝月传奇》、《传奇世

界》、《古剑奇谭 2》。 

表 8：页游周开服数量排行榜前十名变化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2 日 2019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 

名称 周开服数量（组） 名称 周开服数量（组） 

神戒 147 热血战歌之创世 174 

热血战歌之创世 139 暗黑大天使 150 

暗黑大天使 117 神戒 146 

蓝月传奇 94 灭神 122 

灭神 83 传奇霸业 109 

传奇霸业 71 龙权天下 89 

龙权天下 70 武动苍穹 66 

传奇世界 54 蓝月传奇 66 

武动苍穹 41 传奇世界 59 

传奇荣耀 34 古剑奇谭 2 56 

数据来源：9K9K，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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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上周重要公告/新闻 

谷歌云游戏服务 Stadia 将于今年 11 月 19 日上线。10 月 15 日，谷歌在 Made by Google

发布会上宣布，旗下云游戏流媒体服务 Stadia 将于今年 11 月 19 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以

每月 9.99 美元的价格购买 Stadia Pro 订阅服务，免费版 Stadia Base 将于 2020 年上线。此

外用户也可以预约售价为 129.99 美元 Stadia 创始者版本。创始者版本包含了 Stadia 手柄、

谷歌 Chromecast Ultra 盒子、三个月的 Stadia Pro 会员、“第一批使用者自建 Stadia 名字

的资格”，以及一个可送给朋友免费试用 Stadia Pro 三个月的 Buddy Pass。 

图 4：谷歌云游戏服务 Stadia 将于今年 11 月 19 日上线 

 
数据来源：engadget，西南证券整理 

中手游正式开启全球发售，10 月底登陆港交所上市。在 10 月 19 日，中手游正式向全

球发售 4.61 亿股（视乎超额配售权行使与否而定），并计划于 10 月 31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发售定价区间为每股 2.19 港元-2.83 港元。以此价格区间计算，中手游此次 IPO 的预

期募资总额为 10.1 亿港元-13.1 亿港元，对应市值为 49.5 亿港元至 63.95 亿港元。中手游

是领先的全球化 IP 游戏运营商，公司曾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登陆纳斯达克，并于 2015 年 5

月正式启动私有化，同年 8 月完成退市。此次上市所募集到的大额资金将加速中手游的全面

发展，资金主要将用于扩大及提升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并购活动以及营运资金和一般企

业用途。 

最新一批游戏版号审核结果出炉，共 38 款游戏过审。10 月 14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公布最新一批国产游戏版号，这是 10 月份下发的第一批国产游戏版号。此次共有 38 款

游戏过审，其中包括 35 款移动游戏、3 款客户端游戏。在 35 款移动游戏中，有 25 款为休

闲益智题材的游戏。腾讯有《家国梦》、《末剑二》过审，三七互娱的《细胞大作战》、中手

游的《飞行危机》、多益网络的《喵与筑》、金科文化的《汤姆猫飞车》等游戏获得版号。 

表 9：最新一批游戏版号审核结果 

名称 申报类别 出版单位 运营单位 时间 

钓鱼老爸 移动-休闲益智 天津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天津海纳纵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蒸汽谜阵 移动-休闲益智 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成都嘉谊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细胞大作战 移动-休闲益智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硬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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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申报类别 出版单位 运营单位 时间 

跳跳鱼世界 移动-休闲益智 上海绿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绿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好友大作战 移动-休闲益智 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南疯狂猫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消消大亨 移动-休闲益智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北京纳时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最强跳一跳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润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游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汤姆猫飞车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七彩星消除 移动-休闲益智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诺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最强炮塔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群游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圈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塔防大赢家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貔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亿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赛道大亨 移动-休闲益智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地鼠王国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群游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浮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菲凡少女 移动-休闲益智 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雷兽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亲吻猫咪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乐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摩丰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元气坦克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润趣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掌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恐龙快消 移动-休闲益智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掌上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喵与筑 移动-休闲益智 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网络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飞行危机 移动-休闲益智 深圳市中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节奏小球 移动-休闲益智 海南省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南嘉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寻宝之旅 移动-休闲益智 杭州润趣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新创元软件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幻影车神 移动-休闲益智 湖北省扬子江影音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火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砖块消消消 移动-休闲益智 天津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猎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全民跳跃 移动-休闲益智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诺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小花仙守护天使 移动-休闲益智 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雷兽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末剑二 移动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超能战队 客户端 广州四三九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四三九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天龙八部·归来 客户端 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畅游时代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咔叽探险队 移动 厦门游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游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横扫天下之万年强者 移动 天津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趣酷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励志少女 移动 四川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毅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家国梦 移动 重庆天健电子音像出版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大秦帝国之帝国烽烟 移动 黑龙江龙华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非凡乐游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荣耀之怒 移动 北京中科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游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最强蜗牛 移动 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 厦门青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夜之归途 客户端 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开心萌宠奇缘 移动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天晴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魂之守护 移动 杭州乐港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手游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数据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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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育行业 

板块表现 

上周，中证体育指数（399804）下跌 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08%，中证体育指数相

对于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8%。 

图 5：相对沪深 300 指数表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产业要闻 

CBA 新政设定“工资帽”上限 4800 万，球员顶薪 900 万。10 月 17 日，CBA 联盟在

北京召开 CBA 俱乐部投资人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并发布了《CBA 联盟“敢梦敢当”

联合宣言》，从工资帽、外援政策、青训等七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 CBA 联赛职业化和品牌化

建设做出了新的规划。其中，国内球员工资帽政策具体细则如下： 

1）自 2020-2021 赛季开始，初始工资帽的基准值为 3600 万元，缓冲值为 1200 万元，

初始工资帽上限为 4800 万元，下限为 2400 万元。实际合同工资支出超出工资帽上限或者

低于工资帽下限的俱乐部，应向联盟缴纳青训调节费（比例逐年递增，2022-2023 赛季起为

100%）。调节费由联盟专款专用，统一用于青训和 CBA 品牌青少年赛事。 

2）自 2020-2021 赛季起，新签署合同的球员将按照联盟制定的标准合同统一模板，其

中单一球员最高合同工资限额为该赛季工资帽基准值的 25%，2020-2021 赛季为 900 万元。 

3）新的工资帽政策暂时将只对国内球员生效，外援暂时不受工资帽政策限制。 

外援政策方面： 

1）自 2020-2021 赛季开始，俱乐部可自主决定增加外援注册数量最高至 4 人，每场比

赛最多可报名 2 名外援。 

2）自 2020-2021 赛季开始，每支球队外援上场为 2 人（最多）4 节 4 人次，每节最多

一人次（任一时刻只有一名外援在场上）。但为保证联赛的平衡性和观赏性，除八一队之外，

上赛季成绩排名后 4 位的球队，每支球队外援上场定为 2 人（最多）4 节 5 人次，最后一节

最多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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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季后赛后，不再允许新注册外援或更换注册外援，所有球队（八一队除外）均

适用 4 节 4 人次。 

此外，《宣言》同时要求各俱乐部逐步设立完善两个梯队的青训体系，参加 CBA 青少年

赛事，建立俱乐部长期运营的青训基地。 

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即将挂牌成立，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深化。10 月 16 日上午，中国足

协宣布计划在 11 月底前完成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所有审批工作，年底之前挂牌成立。中国

足球职业联盟会于 10 月 16 日下午进驻中超公司，对中超 2020 赛季展开筹备工作。未来，

16 支中超俱乐部将自主经营新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中国足协仅仅担任监管的角色，中国足

协只对重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足协将充分放权信任市场，不再持有职业联盟的股份，

也不会参与联盟的日常运营，仅拥有产权和监督权，剩下的管理权、经营权和权益分配权将

交给职业联盟。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对中国足球具有非常大的标志意义，说明中国足球

产业的职业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有望长久带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图 6：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即将成立 

 
数据来源：腾讯，西南证券整理 

杭州亚运会携手长龙航空，后者成为官方合作伙伴。10 月 16 日，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官方航空客运服务合作伙伴签约发布会在杭州举行，浙江长龙航空公司成为杭州亚

运会官方航运客运服务合作伙伴。长龙航空成立于 2014 年，是浙江唯一的本土航空公司，

也是目前为止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中最年轻的一家企业。长龙航空将负责亚运会接驳工

作，保障平安亚运。据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官网显示，吉利汽车、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以及

中国工商银行为亚运会的确定官方合作伙伴。此后杭州亚运会组委还会陆续放出合作企业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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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周娱乐推荐 

电影推荐 

电影《催眠•裁决》将于 10 月 25 日（周五）全国公映。影片讲述催眠专家、陪审团成员

之一许立生被匪徒以女儿性命作威胁，要求其在 90 分钟内催眠至少 4 位陪审团成员改变判

决结果，许立生联手张翰饰演的前特种兵成员杨凯进行限时营救。 

 

图 7：《催眠•裁决》宣传海报 1  图 8：《催眠•裁决》宣传海报 2 

 

 

 
数据来源：时光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时光网，西南证券整理 

电视剧推荐 

《扑通扑通的青春》将于 10 月 23 日在优酷播出。该剧是由北京东海麒麟文化出品，刘

梦寒执导，谷嘉诚、戚砚笛、查侬·散顶腾古、徐可珑、孙伟豪等主演的电视剧。据悉，马

德钟、王敏德、范文芳等实力演员也将加盟该剧。剧情围绕跳水展开，讲诉了江白龙五年前

一次跳水比赛失利，从此一蹶不振，维特父亲去世，来到中国与母亲一起生活，进入到了鹭

岛大学学习，两人相互鼓励，获得了最终的冠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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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扑通扑通的青春》宣传图 1  图 10：《扑通扑通的青春》宣传图 2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证券整理 

综艺推荐 

《幸福三重奏 2》于 10 月 17 日起每周四在腾讯视频播出，东方卫视在周六跟播。该节

目是腾讯视频推出的一档亲密关系实景观察节目，在本季节目中，三对夫妻将放下生活中的

琐事，共同前往一处为他们专属定制的“二人世界”，让两人在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里，远

离现实生活中繁杂日常的干扰，呈现婚姻生活幸福细节。 

图 11：《幸福三重奏 2》宣传图 1  图 12：《幸福三重奏 2》宣传图 2 

 

 

 

数据来源：百度网页，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百度网页，西南证券整理 

游戏推荐 

腾讯&人民日报联合推出《家国梦》，生动展示国家发展新时代。《家国梦》是一款由

腾讯追梦计划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碰碰词儿工作室联合推出的放置类模拟家园建设游戏，用

户可在游戏中通过选择不同省份地区，来完成当地的各类城乡建设项目。在国庆前夕上线后，

该游戏作品短时间内便登上了各大游戏榜单榜首，吸引无数玩家进入游戏建设“家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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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极品飞车 21：热度》宣传海报  图 14：《极品飞车 21：热度》宣传海报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8 投资建议 

（1）出版领域：出版领域部分营收由教材教辅贡献，具有抗经济周期的属性，目前纸

价回稳，部分省教材提价，且受益于二胎政策的影响，学生数量、学生结构逐渐改善，市占

率有提升空间，建议积极关注：中南传媒（601098）、凤凰传媒（601928）、山东出版（601019）、

南方传媒（601900）、中信出版（300788）。 

（2）影视领域：1）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背景下，公司作为背靠湖南广电的在

线视频平台，有望获得更大的发展；2）与中移动深度合作，实现在流量、技术、内容等方

面的升级；3）2019 年 9 月以来，芒果 TV 的综艺表现强势，《中餐厅 3》、《声入人心第二季》、

《我家小两口》、《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等均为高热度的爆款综艺，建议关注芒果超媒

（300413）。 

（3）体育领域，“武磊效应”催动俱乐部商业价值飙升，有望带动体育板块盈利能力；

俱乐部是中国球员留洋首选基地，具备构建“中国足球 IP”的条件，平台属性凸显、稀缺性

强；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游戏业务未来看好；建议关注星辉娱乐（3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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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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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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